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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苯三酰胺甘氨酸配合物镉【II)的合成与表征

徐 涵

(黄山学院化学系，安徽黄山245041)

摘 要：均苯三酰胺甘氨酸(L)与Cd(N03)2·6H20加入到20mlH20，DMF(2：1)溶液中，高压釜下加热到

200℃，并保持12小时，生成一种新的化合物【Cd，(L)：(DMD(H：O)5】。，并用荧光光谱、红外光谱，XRD和元素分

析等手段对其结构进行了表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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芳香多羧酸配体与金属离子通过构筑基元理

论设计和合成功能性的配位聚合物在超分子化学

和晶体工程领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。尤其是近

10年来，许多有潜在的磁学，光学，催化及气体吸附

等功能的配位聚合物的研究不断地展开和深入。【1叫

均苯三酸及其衍生物和类似物是目前研究最多的

配体之一，因为它具有优良的配位功能，可以与元

素周期表中的大部分金属形成配合物。该类化合物

多数具有选择性质的、较稳定的“沸石”结构。我们

以均苯三酸为基础，在苯环和羧基基团之间引入

了一NHcH：一功能基得到均苯三酰胺甘氨酸。引入

酰胺基团功能基不仅能增加配体的柔性，还可作为

氢键给体的酸性NH基团和氢键受体C=o基团。

配体既含有羧基又含有芳香环，有机配体在金属中

心起着间隔或桥联的作用，羧基不仅能以多种灵活

的配缸方式与金属离子键合，还可以与金属离子组

合形成多核金属离子的二级构筑单元。均苯三酰胺

甘氨酸配体可以与过渡金属形成结构新颖的化合

物，而目在生物模拟中有着潜在和广泛的应用。f4_q

本文将均苯三酰胺甘氨酸与Cd(N00，·6H20反应

生成一种新的化合物【cd，(L)：(DMF)(H：o)5】。，并用荧

光光谱、红外光谱，xRD和元素分析等手段对其结

构进行了表征。

2实验部分

2．1仪器与试剂

均苯三酰胺甘氨酸(自制)，Cd(N03)，·6H：o，稀

氨水，DMF，以上试剂均为分析纯，且没有进一步处

理。

元素分析在Perk．m—Elnler240C元素分析仪上

进行；红外用溴化钾压片法在vECToR22红外光

谱仪上测试；荧光分析在日本岛津RF一500型荧光

仪上进行，用Dx一2000型X射线衍射仪进行样品

的物相分析，x射线源为Cu勋(入=0．1548nm)，管电

压40KV，管电流为40InA，扫描范围为2e=5。一

40。。

2．2配合物的合成

将O．1Imol的Cd(N03)2·6H20，O．1mmol的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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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体和20ml H：O／DMF(v／v2：1)混合，混合均匀，

加入两滴稀氨水调节pH值。然后加入到25ml带有

聚四氟乙烯内衬的不锈钢反应釜中，在2000C加热

12小时后，慢慢冷却到室温，得到无色的化合物粉

末状晶体，乙醚洗净，自然条件下干燥，得产率为

28％。主要红外光谱数据OCBr压片，cml)：3377(m，

br)，1658(s)，1555㈤，1430(m)，1395(m)，1294(S)，930(w)，
750(w)，683(w)，610(w)cm～。

3结果与讨论

3．1荧光光谱

如图1，用k=340m的光激发化合物的样品，

：剐 剐400 420 440 460 480 500 々即,540

“nm————一
圈1化合物的荧光图谱

在430nm产生一个宽的荧光峰，而L配体在462nm

处产生相对较弱的蓝光发射谱带，化合物较配体蓝

移了32nm，荧光性能有所提高。这可归属于配体与

金属离子的配位作用。相对于游离状

态的配体，配位后的配体刚性增强。

从而减少了辐射的能量损失。化合

物又具有热的稳定性和在乙醇、乙

醚、丙酮通常溶剂中的不溶解性．说

明作为荧光材料，有很好的应用前

景。

3．2热稳定性以及晶体到无定型态

转化的性质

化合物的多晶粉末在N2氛围

中50—1200C范围内失重为7．43％．

对应于5个水分子(理论值为

7．16％)的失去。

在真空条件下1500C加热化合

物，2个小时后，得到无定型态化合

物【【Cd，(L)2】。，元素分析及xRD图谱均证明其组成。

将无定型态物rv质[Cd，(L)2】。浸入水中48小时，红外光

谱、元素分析及xRD(如图2)证明该无定型态可转

化原来的化合物结构。证明了化合物中的水分子诱

导的晶体到无定性态再到晶体转化的动态化合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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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(a)为得到的化合物的xRD衍射图，(b)为加热1500C后的

XRD衍射图．(c)为浸入水后还原的化合物的xRD衍射图

图2化合物在不同条件的XRD粉末图’

3．3红外光谱

以KBr为基质，在4000一400cm叫范围内测定了

标题化合物的红外光谱(图3)。从红外光谱图中可

以看出，3377cm-1附近有吸收峰。它是水中的OH

特征吸收峰，并且。一H的伸缩振动明显向低波数

方向移动，表明分子结构中有氢键存在。强的

1658cml和1555cm。1峰。为配位后羧基伸缩振动特

征峰，羧基配位后，其峰也向低波数方向移动。1430

㈤，1395(m)，1294(S)为苯环的骨架伸缩振动。750(w)，
683(m)，610(w)为苯环上C—H的面内弯曲振动。

3．4元素分析

元素分析按照Cd3C33I-14，N70甜计算，实测值(计

图3化合物的红外光谱图

_【■∞星四Eou)鲁计cmlu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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